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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继旺
临河区融媒体中心 王辉业

金秋时节，走进巴彦淖尔市临
河区新华镇小红旗村三组的维创
现代化万头奶牛养殖园区，只见一
排排天蓝色棚舍拔地而起，几台大
型机械正在紧张作业，园区生产
区、饲料区、生活区的基础设施已
基本完成。

该园区负责人王均介绍，项目
规划总占地面积800亩，计划投资
3.28亿元，分2期建设完成。自今
年3月份开工建设到目前，已完成
投资8000万元，一期建设现代化牛
棚4栋、干草棚1栋、80位转盘式奶

厅1个、青贮平台1个、犊牛舍1栋，
计划养殖奶牛3000头。

“牧场全部建成后，这里将成为
伊利集团临河区首家万头奶牛标准
示范牧场，可实现存栏奶牛6000头
至1万头，日可产鲜奶100吨，年产
值预计近1.2亿元。”憧憬未来，王均
信心满满。

与该园区同样忙碌的还有乌
兰图克镇前进村的内蒙古保牛万
头奶牛绿色养殖全产业链项目工
地：一台台机器轰鸣作响，一辆辆
运输车来回穿梭，多个单体项目同
时施工……趁着晴好天气，工人们
干劲不减，节奏不变，冲刺加速，一
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据了解，
该项目投资上亿元，建成投产后，

将与当地村民形成紧密利益链接
机制模式，可直接或间接带动周边
农户 2000 余户，解决就业岗位
150人。

今年以来，临河区将奶产业作
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密集
启动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全力打造
规划占地面积4559亩、投资17.2
亿元的现代农牧业奶业振兴产业
园。目前，临河区已新建现代化奶
牛牧场5个，其中，万头示范牧场4
个，5000头示范牧场1个，全部为
现代化标准养殖牧场。目前，新华
镇维创现代化万头奶牛养殖园区
已经进牛、淼鑫源农牧业科技有限
公司现代化奶牛养殖示范牧场正
在紧锣密鼓建设中；乌兰图克镇保

牛乳业万头奶牛全产业链生态养
殖项目、子诚牧业万头奶牛牧场已
开工；干召庙镇科牧农牧业有限公
司标准化奶牛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正在紧锣密鼓建设……

5个现代化标准养殖牧场全部
建成后，奶牛存栏量可达到5万头，
将引领中小奶畜养殖场进一步发
展壮大。“十四五”期间，临河区将
再规划建设3至5个万头奶牛现代
化标准养殖牧场，到2025年，奶牛
存栏量将达10万头。 临
河区借势“天赋河套”金字招牌，加
强奶源基地建设，最终将形成一个
多维度、立体化的产业链集群，吸
纳更多农户进入产业链条，促进奶
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临河区：加速奶源基地建设促进奶业提质增效

□本报融媒体记者 郑学良
和林县融媒体中心 王效平

“喂！老李，你什么时间给我
付牛的尾款，付款日期马上就到
了，你尽快筹集资金。”

打电话的是呼和浩特市和林
县城关镇陈家夭行政村郭家夭自
然村村民郝玉龙。

前几天，郝玉龙通过发微信
朋友圈，将自家的肉牛销售信息
图片及时发送了出去，短短几天，
就通过网络成功卖出去61头牛，

“多亏村里今年有了移动网络信
号。”他说。

“喂！儿子，听得到我的声音
吗？我现在用手机给你打电话，
移动公司在咱家对面山头上建信
号塔了，学会微信，以后就可以和
你们视频聊天啦！”郭家夭村民张

二女拨通了在呼市上班的儿子的
电话。

可就在几个月前，张二女哥
哥病重需要救治，她爬上山顶，好
不容易拨通了电话，等孩子们回
来后，却没能见到最后一面。

郭家夭村地处大山深处，属
市级贫困村。以前，村民打电话
需徒步40多分钟爬上山顶，才能
和外界沟通。

今年，和林移动通信分公司
按照该县脱贫攻坚战的整体安排
与部署，结合中国移动公司网络
扶贫精神，主动响应群众需求，

“送云上门”。
他们组建了“信号脱贫攻坚

专项突击队”，全面排查攻坚点，
不分昼夜，连续加班，将贫困点的
信号覆盖技术参数全部收集到
位，并紧锣密鼓制定解决方案，投
入300多万元专项网络脱贫攻坚

资金，大干100天，在8月底完成
26个村的4G基站建设，还通过其
他技术方案解决了15个盲点村。
全县偏远山区村信号差、通信难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现在，村民足不出户就可以
通过手机，联系远在外地的亲人，
销售农产品，还可切实解决日常
生活难题。

郭家夭村 73 岁贫困户李秀
芳，在驻村干部的帮助下完成了
信息认证。村干部介绍说，过去
每年到了认证的时候，他们都要
把老人背上山，完成认证再背回
来，一趟下来大家都累得够呛。
有了网络，现在在老人家里就能
完成认证，真是太方便了。

郭家夭村支部书记张晓军告
诉记者：“这里有原始森林，是森
林防火的重要地区，自从有了4G
网络，林区借助网络，改善了森林

防火措施，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

不仅如此，和林县移动通讯
分公司还利用自身优势，与贫困
地区合作，在自由的黑卡会员平
台上线了扶贫专区，为贫困地区
销售农产品。有了网络有了渠
道，滞销的农产品终于走上了销
售的“高速路”。

截至目前，和林县移动通信
4G基站总数达302个，5G基站达
到30个，人口覆盖率超过99.8%，
4G信号实现城乡连续覆盖，5G信
号实现了主城区连续覆盖。

“今后，我们会积极组织上门
服务，和村委会加强联系，定期设
置业务咨询办理点，让村民在家
门口就能咨询、办理业务，确保贫
困地区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和实
惠。”和林县移动通讯分公司经理
云培中对贫困村许下承诺。

和林格尔：小山村飘来“幸福云”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实习生 齐戈骐 摄影报道

前几日，由锡林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锡
林浩特市足协主办的锡林浩特“元老杯”足球联
赛成功举行。经过激烈争夺，锡林浩特市东方
威尼斯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夺得冠军。

比赛采用赛会制，进行分组交叉淘汰。据
悉，作为锡林浩特市足球系列赛U35以上组
别，此次比赛参赛队员中，年龄最大的52岁，
最小36岁，来自锡林浩特市、太仆寺旗、西乌
珠穆沁旗、正镶白旗、正蓝旗以及呼和浩特市
等地的10支代表队近200名球员参加。

锡林浩特市足协秘书长韦仁涛介绍说，举
办“元老杯”足球赛，主要是为了推进当地足球
事业的发展，为足球爱好者提供更多的比赛平
台，同时也为年龄较大的足球爱好者提供展示
技艺的舞台。

呼和浩特市哈利亚博代表队队员浩特说，
“ 对于足球这个运动，我们一直非常热爱，从
小我们这些同学朋友聚在一起踢球，这么多年
了，足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踢球，
不仅让我们放松心情，还能锻炼身体，足球运
动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快乐。特别感谢主办方
为我们这些仍然热爱着足球的大龄爱好者举
办这样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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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左旗在线政务服务体系建
设日趋完善。全旗11个苏木镇、166
个嘎查村全部配备“四级一体化”电子
办公设备及查询系统。“e政务”平台
建设完成并正式开通，221项审批服
务事项实现政务服务网上咨询、受理、
流转。组织旗直36个部门认领在线
监管事项534项，优化流程424项，申
请办理电子印章46枚。360项事项
录入全国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并通
过平台开展网上办理，实现“一网通
办”。 （巴林左旗融媒体中心）

●为更好服务金融业务薄弱地区，
给广大居民群众带去更多金融服务便
利，近日，多伦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正式
启动“流动银行车”。“流动银行车”可独
立完成绝大部分银行金融业务，弥补了
手机银行、村村通等金融服务的不足。

（多伦县融媒体中心 李明涛
孙志猛）

●近日，杭锦旗教体系统开展了“培
养厉行节约习惯、杜绝舌尖上的浪费”主
题系列活动，将宣传教育全面纳入课堂
教学，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班会、小
手拉大手、“光盘行动”等活动，并组织学
生到社会实践基地、研学基地，体验农业
生产生活，切实形成了“以节约粮食为
荣、以浪费粮食为耻”的风气。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阿拉腾其
木格 萨仁高娃）

●锡林浩特市现有2000年底前
建成老旧小区35个，零散住宅楼156
栋，总计191个（栋）已全部上报住建
厅备案，列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储备
库。2019年和2020年，该市对22个
老旧小区公共区域基础配套设施和住
宅楼外墙保温、单元门、屋顶防水、楼
道进行改造修缮。

（锡林浩特市融媒体中心 阿润
哈斯 梁初一）

●近日，乌海阳光炭素有限公司
10万吨/年电极糊（二期项目）在乌海
市乌达区建成投产，实现了电极糊生
产工艺流程跨越式发展，对乌达区工
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乌达区融媒体中心）

●为确保天然打草场能够得到合
理利用，正蓝旗今年规定各地农牧民
从8月25日开始开展打贮草工作，并
要求每打草300米宽保留宽度为5到
10米以上的草场植被作为草籽繁殖
带，确保天然草牧场永续利用。在今
年的打草季，到目前正蓝旗已打储天
然牧草21640万公斤。

（正蓝旗融媒体中心 乌吉古斯
楞 巴根那）

●日前，化德县为全县1131位分
散特困供养人员开展健康体检，为他
们建立详细的健康档案，并提供跟踪
服务，为促进特困供养人员管理工作
再上新台阶，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
障。 （李剑平）

●近日，乌海市海勃湾区网信办联
合海勃湾区教育局在各学校开展

“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日”
主题活动，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
意识和道德意识，敦促学生正确利用网
络资源，浏览健康网站，抵制网络上的
不法行为，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氛围和
文化环境。 （海勃湾区融媒体中心）

●为大力发挥图书馆职能优势，
创新红色文化的现代传播方式，杭锦
旗图书馆近日联合杭锦旗委党校、新
华书店，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源和场地
资源，搜集几百余册红色书籍在图书
馆开设“红色书屋”，方便广大读者在
书海中重温历史、铭记先烈、谨记使
命、牢记职责，把红色文化精神融入日
常学习教育的实践中。“红色书屋”内
配置经典红色书籍500余册。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 阿拉腾其
木格 孙慧）

●近日，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涉
企诉讼中心成立。这是目前该市首家涉
企诉讼中心。这个诉讼中心由松山区人
民法院整合当铺地人民法庭、借款合同团
队和行政审判团队等资源成立，主要负
责审理松山区涉企、涉金融机构、涉府案
件和行政案件。 （松山区融媒体中心）

●日前，以“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
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民族团结
杯”篮球比赛在乌海市海南区举行。
海南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共计16支
代表队参加。海南区将以此次活动为
契机，积极开展多项文体活动，丰富机
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的业余生活。

（海南区融媒体中心）

海南区
全力清除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拦路虎”

本报乌海10月 15日电 近年来，乌
海市海南区围绕减轻贫困群众看病就医负
担这一根本问题，制定落实健康扶贫政策，
稳步推进健康扶贫“三个一批”工程，全力
清除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只“拦路虎”。
2016年以来，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实行家庭
医生签约管理，累计家庭签约服务1130人，
针对健康状况开展“一家一法”式健康指导
与教育，将重点慢病患者纳入规范化管理。
建档立卡人员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由政
府全额资助，建档立卡住院患者在定点医疗
机构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政策全
部落实到位。 （融媒体记者 郝飚）

赤峰市
13位选手晋级中国小镇姑娘
（内蒙古）大赛总决赛

本报赤峰10月15日电 日前，“大美
松山神奇赤峰”中国小镇姑娘（内蒙古）大
赛第二场复赛在赤峰市松山区正式落下帷
幕，赤峰市 13位选手晋级中国小镇姑娘
（内蒙古）大赛总决赛。

比赛现场，28位来自赤峰市各旗县区的
选手紧扣“大美松山神奇赤峰”主题，怀着“代
言家乡、推广家乡”的情结，各展所长。经过
激烈角逐，张红杰、刘盈萍等13位选手晋级，
她们将与另外23位小镇姑娘一起参加“大
美松山神奇赤峰”中国小镇姑娘（内蒙古）总
决赛。 （赤峰日报融媒体中心 李震宇）

磴口县
乌兰布和沙漠的葡萄熟了

本报巴彦淖尔 10月 15 日电 这两
天，磴口县乌兰布和沙漠成片种植的葡萄进
入采摘季。近年来，磴口县把发展酿酒葡萄
产业作为优化经济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战略性举措，利用乌兰
布和沙区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优势，先
后引进了诺民、尧舜、帝泰等企业，打造酿酒
葡萄产业示范基地。目前，沙区葡萄种植面
积达到1.5万亩，酿酒葡萄产业初具雏形。

（融媒体记者 韩继旺 磴口县融媒
体中心 王雅丽）

锡林浩特市
特高压配套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

本报锡林郭勒10月15日电 锡林浩
特市特高压配套风电送出线路工程是实现
特高压配套风电项目顺利并网发电的重要
组成部分，随着一座座铁塔组立和架线施工
等各项工作顺利推进，特高压配套项目建设
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为项目早日建成投产
奠定良好基础。锡林浩特市共有特高压外
送风电项目5个，总装机容量130万千瓦，总
投资92.3亿元，配套建设220千伏、500千
伏线路共918座塔基。截至目前，220千伏、
500千伏线路铁塔组立已完成808基，完成
率88%；架线已完成235公里，完成率64%。

（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锡林浩
特市融媒体中心 宝勒尔）

科左后旗
2020科尔沁公路自行车赛开赛

本报通辽10月15日电 近日，2020
科尔沁公路自行车赛在科左后旗阿古拉镇
鸣笛开赛。科尔沁区300余名骑行爱好者齐
聚阿古拉草原，争夺精英一组、精英二组、大
师一组、大师二组、女子一组、女子二组6个组
别的赛事奖项。近年来，科左后旗成功举办
了乌旦塔拉国际枫叶节、草原骑手大会、冰雪
嘉年华、大青沟民俗文化旅游节、草甘沙漠旅
游节、百团千场非遗展演、蒙古四胡大赛、科
尔沁民歌大赛等多项节庆旅游活动，大青
沟、草甘沙漠、阿古拉等景区已经成为沈阳
及东北地区游客周末休闲的好去处。通过
自行车赛等活动，推动了该旗“体育+旅游”
的融合发展。 （融媒体记者 薛一群）

化德县
投资8000余万元让群众喝上“放心水”

本报乌兰察布 10月 15日电 近年
来，化德县累计投资8322.27万元，实施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让群众喝上“放心
水”。截至目前，全县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工程累计完成140处，实施水质提
升工程 731 处，实施维修改造工程 305
处。共实施集中式供水工程455处，自来
水普及率达到92%，常住人口的饮水安全
问题全部得到解决。 （李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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